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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許多網友為了不想被打擾，狀態的選擇永遠是「離開」或是「忙

碌」，遇到想跟他講話的朋友上線，才會跟他哈拉。不過這招

用久了，朋友還是都知道，例如許多網友就有經驗，明明把狀

態設定為「離開」，朋友還會 Q 過來1「你在嗎？」或是明明

掛上了「忙碌」，朋友還是 Q 過來「你在忙嗎？」（經濟日

報，2005/01/03）2 
 

這個情節(episode)對你來說是否似曾相似？在你使用 MSN 的歷程當中，是

否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雖然連絡人名單3上的朋友選擇了「離開」這個狀態，

看起來好似不在電腦前，但是你卻持著懷疑的態度，因此送出了一則訊息，藉此

確認對方的「真實狀態」。除此之外，你是不是也曾經看著朋友的狀態，卻深深

懷疑這個「招牌」的真實性？接著看下面這個例子： 

我開著 MSN 是因為我在等我情人的訊息…我把狀態設為「外

出用餐」，這是我跟 K 的暗號，表示我並沒有離線也還在位置

上，只是我不想跟其他人聊天。4（中國時報，2005/09/26） 

 
這個使用者看起的確選擇了一個向連絡人名單上其他人彰顯自己「不在位子上」

的標誌，將溝通管道暫且封閉了；然而，這個通路實際上還是「選擇性」保持通

暢的，只是開放的對象只有一人，也就是使用者口中的與自己關係密切的「情

人」。或許彼此曾經私下討論過「外出用餐」的真實意涵，因此，當情人 K 登入

系統之後，該使用者看起來「不在」的狀態對卻反而完全向 K 宣示自己當下是

可以溝通的。「外出用餐」這個狀態不僅象徵著使用者的「溝通可得性」

(reachability)，也透露出此人與 K 關係「非比尋常」。 
 

筆者試圖從上例勾勒出幾個關鍵概念，或許可以藉由以下幾個詞彙一言以蔽

之：「關係」、「偽裝」(façade)、「確認」、「解讀」、「選擇性溝通」，以及「過濾」

                                                 
1 「Q 過來」指的就是傳送訊息的行為。 
2 《經濟日報》（2005 年 1 月 3 日）：〈MSN Messenger 台灣網友最愛〉，第 A14 版。 
3 進入 MSN 畫面之後，首先映入眼簾的是「連絡人名單」，這份名單告訴你連絡人當中有誰在線

上？誰可以溝通？誰又「離線」了？此外，連絡人的暱稱、顯示圖片等，也一目瞭然。 
4《中國時報》（2005 年 9 月 26 日）：〈MSN 情人〉，第 E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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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ing)。MSN 究竟是什麼樣的溝通工具，何以在這個平台上的互動顯得充滿

「鬥智意味」，使用者彼此之間透過交換「暗號」，以暗示的方式彼此透露溝通的

意圖與可能，導致「明眼人」一眼就可看穿文字訊息的表面意涵，拆解蘊藏於語

文訊息之下的意義，解讀符碼的真正意涵。所謂「明眼人」似乎也不會是連絡人

名單上所有的人，而是鎖定特定對象。使用者與這個特定對象似乎發展出了相互

認可的「互動規則」，彼此對於何時可以互動心照不宣，互動雙方知道互動怎麼

樣是合宜的。。Shimanoff(1980)給予「規則」這樣的定義：「規則是可被遵循的

指令 (prescription)告訴人們在特定情境下何種行為是必須 (obligatory)、偏好

(preferred)，或禁止」(p.57)。假如互動規則引導著互動雙方該怎麼行動，以本文

前述第二個例子，看起來互動雙方有一種「默契」存在；本研究想了解的是，這

樣的規則如何產生？ 
 

前述兩個例子裡，筆者觀察到「關係」這個變項介入了字面，造成閱讀上的

差異；筆者認為，當人我之間的「共識」（即上段所謂「默契」）確立後，這個差

異並不會造成後續互動的絆腳石。Trenholm 與 Jensen(2002)曾經指出，傳播涉及

雙方共同創造與分享意義；意義共享過程確保現有關係的維繫。分享涉及交換，

當雙方對符號具有共同的認知，或者產製共享意義之後，傳播才可能比較順利進

行，理解(understanding)於是建立，進一步維持了關係(Duck, 1994)。然而，互動

雙方交換訊息乃至共識確立，並非僅止於訊息的語文層面；人們除了交換資訊，

同時互換彼此對於「關係」的看法。這是一個恆存的定理。亦即，人與人交流過

程當中，恆存的是雙方對於關係的認定與確認，人們每日進行的互動其實是一個

「持續定義關係的過程」(Littlejohn, 1989, p. 176)。 
 
根據上述，訊息並不是單一構面的概念；一則訊息可能還承載了語文(verbal)

之外的其他「層次」(layer)。有關訊息具備兩個層次的看法，以 Watzlawick、Beavin
與 Jackson(1967)的概念為首。他們認為，人們所傳遞的訊息可分成兩個層次：(1)
內容層次；(2)關係層次。互動雙方不可能僅憑內容進行交流；內容與關係訊息

乃緊密相連(Wilmot, 1987)。其中，關係訊息告訴人們「應該如何看待自己？如

何看待互動對象？又該如何看待彼此的關係？」(Knapp, 1984, p. 5)，引導互動雙

方看待與解讀訊息的角度。這層跨越表面意涵的訊息，是關係賴以維繫的其中一

項元素(Dindia, 1994)，通常被稱為「後設傳播」(metacommunication)，也就是「有

關傳播的傳播」(communication about communication; Watzlawick et al., 1967)。 
 

筆者認為，這個概念可以用來解釋前面例子當中的「暗號傳遞」。因此，「外

出用餐」這則本來極為單純、看起來再明瞭不過的訊息，卻可能因為訊息接收對

象有別，而被賦予不同的實質意義。本研究目前提出的初步假設是，使用者在

MSN 上進行訊息交換以維持關係，他們交換的不僅是在對話開啟之後，各自在

對話視窗輸入訊息；事實上，早在互動實際運行之前，使用者彼此之間已先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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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訊息的交換。這個交換行為展現於 MSN「在場訊息」，這其中極可能涉及了外

於字面意義的互換。此時，互動雙方的「接收端」，該如何對此反應？究竟是否

應該傳送訊息？參雜在解碼過程當中的潛在變項是什麼？ 
 

第二節  研究背景 

 
壹、MSN 在功能上的特殊性 
 

「MSN Messenger」（以下簡稱 MSN）5是一種 IM 技術的運用。6IM 雖然可

能涉及市場與競爭對手的考量而產生部分功能上的差異，然而不同軟體主要基本

運作原理相同。IM 是一種以文字為互動基礎(text-based)的溝通形式，7其最主要

的特徵為「近即時(near-synchronous)，透過電腦產生的一對一溝通」(Nardi, 
Whittaker, & Bradner, 2000, p. 80)。使用者 A 透過點選自己的「連絡人名單」（稱

為 buddy list 或 contact list）呼叫想要溝通的對象 B，一旦對方接受 A 的邀請，

雙方就可以在幾乎感受不到的延遲情況下達成立即互動。作為互動工具，IM 經

常用來維繫現有的關係(Goldsborough, 2005)；人際關係從線下延續至線上互動場

域。8IM 這項特質因此有別於過往 CMC「關係研究」的研究預設；後者通常放

置在一個使用者彼此匿名、關係全然由線上建立的研究框架。9基於這項根本性

的差異，筆者在此提出的問題是，過去 CMC 場域的關係研究是否適用於解釋 IM
上發生的人際互動？ 

 
假如將觀察科技的著眼點設定為「連結與互動」，IM 確實承襲過去其他 CMC

服務10的眾多特質。從 IM 如何有別於其他網路服務的觀點來看，發現相對於現

在 IM 強調的「立即溝通」，剛開始人們透過 CMC 媒介進行的互動是非立即、非

同步溝通形式，例如號稱「殺手級運用」(killer application; Peng, 2002)的 e-mail。
後來 CMC 開始強調立即互動，因此出現了 IM 的前身「IRC」（全名 Internet Relay 
                                                 
5 本研究選擇微軟的 MSN Messenger 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調查顯示在台灣 MSN 使用者人數最

高，且遠超過第二名的 Yahoo! Messenger。然而目前先針對 IM 整體技術層面進行討論。 
6 全球「四大」IM 服務 – 美國線上的 AIM (AOL Instant Messaging)、ICQ（取自”I seek you”諧

音）、微軟 MSN (MSN Messenger)與 Yahoo! Messenger(Delaney, 2005)。以上服務目前都免收費。

然而 AIM 提供有些附加功能（例：3D 個人顯示圖片）則使用者需付費。除了四大，當然也有其

他較小眾使用的軟體，如 Gadu-Gadu、Miranda 或 Instan-T 等（參見 www.bigblueball.com）。 
7 這裡必須釐清的是，IM(Instant Messaging)是一項讓使用者可以達成立即傳送訊息進而互動的

「技術」；它可能被運用在不同的平台（介面），如 IRC 或接下來本研究將介紹的 MSN 
Messeng”er”，這些都是 IM 技術實際應用的例子，其正確名稱應是 IM「軟體」。因為平台設計不

同造成互動的差異。為了方便稱呼，本研究皆以 IM 稱呼。 
8 IM 當然不乏完全自線上建立關係的可能性。然而「連絡人名單」的功能相當程度過濾了每位

使用者互動對象的組成份子(Nardi et al., 2000)。 
9 如：Walther & Burgoon(1992)、Walther(1996)、Parks & Floyd(1996)等人的研究。 
10 這裡所指的其他 CMC 服務諸如 e-mail、IRC、聊天室、BBS、線上論壇(online forum/discussion 
board)，以及部落格(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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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簡稱 IRC；Saunders, 2002）。11IM 有別於其他同樣強調同步溝通的 CMC
服務（如：IRC 或聊天室）之處，在於 IM 在進行互動之前必須先經過一個「對

話邀請」的機制；亦即，雖然同樣根基於互動即時性，IM 卻特別強調人們互動

時的「私密性」。也就是說，使用者以文字方式鍵入訊息，此時傳送者端的電腦

螢幕上會出現一個「對話視窗」，Nardi 等人(2000)指出 IM 塑造出一種「雙方『呼

叫』模式」(dyadic “call” model)。有別於 IRC 使用者必須共同處在一個「頻道」

(channel)，或者聊天室使用者共處一室，造成訊息有機會讓所有人檢視，IM 並

不是進入某個空間然後與任何人一起對談；使用者每次進行的都是各自獨立的一

對一關係，且可以同時進行一段以上的一對一關係。這也就是私密性的意義。 
 
除了上一段所描述的對話同步又私密的功能外，IM 逐漸從原本純文字導向

的溝通模式，逐漸走向多媒體12、高互動性13，並提供「表情符號」(emoticon)等

功能，希望模擬面對面溝通情境，藉此彌補 MSN 溝通欠缺的非語言線索

(nonverbal cues)。此外，IM 介面設計也越來越走向「個人化」(personalized; Irving, 
2003)；使用者得以根據個人喜好隨時更換其在線上表彰自己身份的「暱稱」

(screen name)、「顯示圖片」(display picture)，以及向他人宣告自己是否可以互動

的「在場訊息」(presence information)。14 
 

「在場訊息」又稱為「線上狀態」(online status)，是 IM 使用者向連絡人名

單上其他人宣告自己是否「有空」進行互動的文字訊息(availability; Alvestrand, 
2002)；使用者管理個人的線上狀態，向他人表達本身的「溝通可得性」。在場訊

息的類目主要可分成「線上」(online)、「離開」(away)或「忙碌」(busy)等基本狀

態。15然而，這項機制的意義是什麼？MSN 對這個功能的說明如下： 
 

MSN 協助保護您的線上安全。為了不想被打擾，即使您已經

登入 MSN Messenger，也可以顯現為「離線」狀態。簡單地說，

你可以擁有完整的隱私和隱密性。16 
 

                                                 
11 事實上，IM 的設計發想擷取 IRC 與 e-mail 的概念。前者強調同步文字訊息交換，後者則讓訊

息私密化。也就是說，人們寄送電子郵件到對方信箱，這則訊息內容只有寄件者與收件者可以閱

讀；IM 的基本對話方式亦為如此，也就是人們彼此在一個共有的對話「視窗」中進行互動。 
12 例：MSN 於 1999 年推出 6.2 版時即新增視訊功能，讓使用者可透過架設視訊軟體如網路攝影

機，如此一來使用者便可以在文字輸入訊息之外，在對話過程當中看到互動對象。 
13 例：使用者可以在聊天之餘兼玩 MSN 提供的線上遊戲。 
14 有關 IM 主要功能參考 www.aim.com、www.icq.com、messenger.yahoo.com、messenger.msn.com
等網站。 
15 因系統不同因此線上狀態的選項有別。例如 AIM 有「打電動」、MSN 有「外出用餐」，然而基

本都具備「線上」(online)與「離開」away)等狀態。若嫌系統提供的狀態過於無趣，使用者尚可

編輯自己的獨特狀態，可參考 www.awaymessages.com。ICQ 的狀態功能是最豐富的，提供使用

者諸多狀態符號，更可編寫個人獨特狀態訊息。 
16 參見 messenger.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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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敘述可知，在場訊息的功能主要是向連絡人名單上其他人透露「我目前是

否有空聊天？」以及「我現在正處於什麼狀態？」17等訊息，名單上他人可藉此

判斷「我該不該傳送訊息？」或者「現在是否為最佳溝通時機？」。MSN 使用者

透過此功能環顧自己的連絡人名單，自由選擇與名單上某個對象進行互動。然而

筆者也發現，同樣植基於「立即互動」概念的其他種「社交的科技」(technology 
of sociability; Hutchby, 2001)，18例如傳統溝通媒介電話（或手機），以及新興的

電腦中介傳播科技 BBS，19似乎也提供人們近似在場訊息概念的功能。既然如

此，為什麼 MSN 這項功能值得探討？筆者認為可以透過比較這兩種互動媒介的

這類功能，藉此建立 MSN 在這項功能上的的特殊性。20 
 

首先，根據筆者觀察，發現 BBS 所有功能當中屬性與 MSN 在場訊息相似的

功能有三，分別為：(1)動態；(2)發呆；(3)切換呼叫器。其中，「動態」與「發呆」

似乎與 MSN 的狀態概念最為相似，都是透過語文訊息彰顯使用者當下所處的狀

態；「呼叫器」則相當程度呼應了在場訊息使用者可以過濾溝通管道，掌握互動

主動性。筆者認為，在場訊息的溝通可得性同時意味著：(1)主動向他人揭示自

己處於何種狀態；(2)是否有空互動 (availability)；在 MSN 對話情境使用者只需

要運用在場訊息即可同時向其他連絡人透露這兩種訊息，然而在 BBS 互動場域

當中，這兩項功能似乎是被前述三項機制分開實踐的。根據在場訊息這兩大特

性，筆者將其與 BBS 的比較如下表所示： 
 

                                                 
17 筆者認為，「我現在正處於什麼狀態？」的意義有「物理位置」的意涵。舉例來說，「離開」

除了透露出使用者可能無法回應之外，也顯示此人或許不在電腦前。 
18 談論即時互動科技卻未將 IM 前身 IRC 或聊天室列入討論，原因在於後兩者的使用者一旦進

入互動空間，其溝通管道呈現完全開放狀態，使用者並沒有用來明示自己狀態的過濾機制。由於

沒有標誌顯示使用者的溝通可得性，其他人可能因此預設進入 IRC「頻道」(channel)或聊天室「房

間」(room)的使用者有空互動，他人必須等到送出訊息才能研判使用者是否可以或願意互動。 
19 雖然 BBS 主要功能為瀏覽與發表文章，但是在基本功能上仍提供「即時傳訊」的功能，故也

列入與 IM 比較範圍。 
20 此部份的比較分析來自筆者本身實際使用的觀察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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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可得性 BBS MSN 

 

 

 

 

 

 

 

 

揭 示 個 人 所

處狀態：「在

不 在 ？ 」

(Revealing 

one’s status) 

動態（參見圖一） 

這個選項之下的次類目有「閱讀文章」、「使用

者名單」與「下五子棋」等。這個機制告訴正

在 BBS「使用者列表」21上的其他人自己目前

在做什麼。BBS 使用者無權選擇動態。舉例來

說，當使用者從使用者名單切換至某看板瀏覽

文章時，動態這個時候也自動更換，而非使用

者本身去選擇。BBS 使用者無權選擇動態，反

而是一登入之後動態自動「如影隨形」，使用

者存在的狀態昭然若揭。所以，使用者事實上

仍是溝通門戶大開，不似 MSN 使用者可以透

過在場訊息進行過濾(screening; Nardi et al, 

2000)。也就是說，如果使用者沒有運用本表另

外提到的「扣機」功能，將之調整為「防水」

或者「關閉」，或者，使用者沒有選擇「隱形」，

那麼當該使用者一邊瀏覽看板時，使用者列表

上的任何人（包括陌生人）都有機會傳「水球」

（訊息）給該使用者。 

發呆（參見圖一） 

使用者輸入個人帳號密碼之後可以選擇發呆

的「原因」，比如：接電話、覓食、打瞌睡等。

這個功能與 MSN 在場訊息似乎有異曲同工之

妙。然而，對其他人來說，他們在使用者列表

上 只 能 看 到 使 用 者 發 呆 了 多 久 「 時 間 」

(duration)，例如某使用者發呆了 15 分鐘，卻

無法明確知道使用者正處於何種狀態。這項功

能的設置事實上是為了防止離開電腦之後被

他人使用電腦，或者，使用者不希望被別人發

現自己正在瀏覽哪個看板也可以選擇這項功

能。因此，使用者可以透過發呆進行偽裝。 

在場訊息：自我標示可得性的

機制 

使用者根據本身需求自行選

擇 狀 態 ， 類 目 有 ： (1) 線 上

(online)；(2)離開(away)；(3)

忙碌(busy)；(4)電話中(on the 

phone/ in a call)；(5)馬上回來

(be right back)；(6)外出用餐

(out to lunch) ； (7) 離 線

(offline)。22 

                                                 
21 類似 IM 的連絡人名單，然而 IM 使用者可篩選名單上的連絡人組成份子，讓 IM 互動成為「非

常私人的經驗」(Goldsborough, 2005)。BBS 雖然提供「好友設定」功能，然而除非使用者選擇「隱

身」，也就是他人看不到使用者上線，否則對使用者列表上的其他「陌生人」仍有機會開啟與該

使用者的互動。因此，IM 名單相較於 BBS 顯得更為私密，而 BBS 的使用者列表則概念近似公

眾名單；也就是說，除非使用者以隱形的方式上站，否則在線上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使用者的線

上代號(ID)。 
22 MSN 目前尚未提供使用者自行編輯／輸入在場訊息的功能，使用者必須安裝外掛軟體（例：

Messenger Plus!）。至於「離線」的雙重意義，筆者將在第四章研究分析詳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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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標明「有

沒有空？」 

(Availability) 

切換呼叫器（扣機）23（參見圖二） 

這項功能接近 MSN 狀態的過濾概念。以按下

Enter 鍵的方式，使用者自行決定是否讓別人丟

水球給自己。然而，MSN 使用者透過文字向他

人表彰自己狀態，BBS 呼叫器的切換僅使用者

自己知道目前切換成哪一種狀態，他人只有在

溝通失敗（例如：無法丟送水球）時，系統告

知才知道使用者的溝通可得性。 

在場訊息：主動過濾他人傳訊

的機制 

正如 MSN 對於這個定義所說

的：「為了不想被打擾，即使

您 已 經 登 入 MSN 

Messenger，也可以顯現為『離

線』狀態」。 

 
 
 
 

 

 

 

                                                 
23 又稱為「扣機」，分成關閉、打開、防水、好友與拔掉。 

圖一：BBS「動態」與「發呆」功能示意圖 

資料來源：筆者擷取畫面 

表一：BBS 與 MSN 功能比較表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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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一的比較可以發現， MSN 在場訊息的特殊之處在於，這項機制同時兼具

作為顯示使用者個人狀態的「招牌」的功能，又透露出此人當下是不是有可能進

行溝通。換句話說，這個對外宣告的機制，同時具備「在不在？」，以及「能否

溝通？」兩層意義，也就構成了「可得性」(reachability)，而不似 BBS 是分散在

不同功能。 
 

然而，對外表明狀態似乎並不是從電腦中介的科技開始；筆者認為，假若跳

脫電腦中介傳播的範疇，電話的「答錄機」以及手機的「語音信箱」也近似 MSN
在場訊息的過濾概念。然而，無論是被轉接至手機的語音信箱或電話答錄機留

言、接起後被對方告知「我正在忙所以無法講電話」，或者被對方完全切斷通話

可能（如：關機、拔掉電話線），人們都必須先撥打電話才能判斷欲對話者的溝

通狀態。換句話說，必須先傳送訊息，然後才知道想要溝通的對象是否可以進行

互動，或者當下有沒有可能立即回應的可能。相較於此，MSN 的在場訊息讓使

用者可以在互動正式開啟之前，24就能根據他人所選的狀態判斷當下是否為互動

的好時機。如果以 Watzlawick et al. (1967)的核心命題「我們不能不傳播」的概念

                                                 
24 這裡的開啟互動指的是使用者 A 點選欲互動對象 B 的代號，此時 A 的電腦螢幕出現對話視窗，

這時候 A 便可輸入訊息。然而 B 不盡然回應 A。 

圖二：BBS「呼叫器」（扣機）功能示意圖

資料來源：筆者擷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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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來解釋，那麼當使用者選擇狀態那一刻，他就已經對外發送出一則「訊息」，

向其連絡人名單上的其他人揭示自己是否能夠互動。因此，MSN 在場訊息塑造

出一種互動尚未正式進行之前，也就是一方輸入訊息並傳送給另一方之前，已經

具有「訊息交流」之實。所以，選擇狀態的使用者無論如何都是第一位傳送訊息

的人。這點卻是 BBS 或電話／手機無法達到的功能。 
 
貳、本研究在研究視野上的特殊性 
 

本研究在正式鋪陳研究問題意識以前，筆者希望藉由耙梳以 MSN 或是即時

通訊軟體為角度出發的研究，藉此尋找出本研究的研究地位。筆者稍微整理了近

幾年的研究，如下表所示： 
 
時間 研究者 研究名稱 研究綱要 

2003 謝鴻源、張莞

倫、張立嵐 

台灣地區 ICQ 使用者的動機與滿足之初

探 

使用者進用動機，獲得何種滿

足？ 

2004 魏碧梅 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

與實際使用狀況 

對 IM 的認知，以及使用行為探討

2004 張鈞垣 影響組織內工作者採用即時通訊軟體因

素之研究 

從組織的觀點，探討進用之因 

2004 黃昭正 即時通訊軟體對高中學生電腦科學習成

效之分析 

IM 如何促進學習效率？ 

2004 溫典寰、周秩

年、鄭翔文 

MSN Messenger 中的溝通行為之研究 使用者透過 MSN 中的暱稱與表

情符號進行溝通的研究 

2004 蔡燕平 組織採用即時通訊軟體與組織溝通之研

究—以 MSN Messenger 為例 

組織內部溝通；企業如何有效運

用，促進組織溝通 

2004 潘美岑 網 際 網 路 溝 通 的 語 言 遊 戲 - 以 MSN 

Messenger 為例 

MSN 互動情境中的語言遊戲，如

視覺符號、電子副語的運用 

2004 溫典寰 比較使用 MSN Messenger 與線下溝通的

自我揭露之研究 

MSN 使用者在在線上與線下與不

同對象溝通時，自我揭露的話題

是否有所差異？ 
2005 溫典寰 即時通訊不同市場需求的功能差異與滿 即時通訊市場中，不同軟體的服

務品質與使用者滿意度調查 

                                                 
25 Watzlawick 等人(1967)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們對於「溝通無所不在」的立論：「假如我們接受在

互動情境中的任何行為皆隱含訊息價值，也就是所謂的溝通，這表示無論如何我們都不可能不溝

通。行動或靜滯、言語或寂靜皆具備訊息價值：它們影響他人，在此同時這些他人也不可能不對

這些訊息做出回應，所以他們也在進行著溝通行為」。（原文：Now, if it is accepted that all behavior 
in an interactional situation has message value, i.e., is communication, it follows that no matter how 
one may try, one cannot not communicate. Activity or inactivity, words or silence all have message 
value: they influence others and these others, in turn, cannot not respond to these communications and 
are thus themselves communi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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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度—以 MSN Messenger 與 Yahoo 奇摩

Messenger 為例 

2006 林玉婷 即時通訊軟體 MSN Messenger 暱稱之呈

現與溝通策略 

使用者運用 MSN「暱稱」的策略

分析 

 
根據上表，可以發現從 IM 或是 MSN 角度出發的研究，近幾年數量漸豐。

就國內的研究取徑來說，筆者認為可以分為「組織」與「個人」兩大方向。組織

導向的研究，核心議題在於組織如何透過這種新傳播科技，藉此達到溝通效能，

並促進組織內部溝通效率。至於個人研究取徑，也就是關注角度從使用者本身出

發，觸及的議題包括人使用科技的動機與獲得的滿足、如何藉由 MSN 呈現／再

現自我，進而自我揭露。筆者試圖尋找外國的研究，卻發現主要的研究走向，仍

以科技本身的機制為主，或者研究的框架仍比較維持在組織內部的溝通，如 Nardi
等人(2000)以及 Issacs 等人(2002)的研究，都是針對工作情境(work place)內 MSN
使用行為描繪。 

 
本研究希望能夠從一個「科技化關係」的視野出發，提升科技的地位，探討

當人與人溝通的媒介環境改變時，是否可能重新型塑對於人際關係的認識？也就

是說，本研究同時也重視「人我關係」，也就是一個互動的脈絡。筆者想要探索

的是，在一個由新科技塑造的科技環境裡，人際互動的規則如何逐漸成形？這份

研究有別於以往之處在於，它討論的是「科技與人」的相遇，對於「人與人互動」

的潛在影響。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文在介紹 IM 基本運作原理時曾提到，隨著技術不斷精進，使用者可以跨

越文字限制進行多媒體互動。無論如何，IM 仍不脫以文字為基礎的溝通形式。

根據這個前提，人們似乎只能透過觀察他人選擇的在場訊息，研判對方的溝通可

得性。筆者認為，理想的使用在場訊息的情境是，使用者僅需要透過語文訊息所

標誌的狀態，就可以以最直接明瞭的方式，立即判斷他人溝通可得性。然而，實

際有可能發生的一種情況卻是使用者在缺乏非語文訊息的輔助下，隔著電腦螢幕

判讀欲互動對象的線上狀態，卻無從得知另一端的互動者究竟有沒有溝通的「意

願」(intention/desire)，也或許無從完全掌握對方究竟在做什麼事情。因此，雖然

狀態看起來應該是要釋放出「人是不是有空？」的訊息，MSN 使用者「卻無法

確定欲溝通對象就究竟在或不在」(Nardi et al., 2000, p. 84)。於是本章第一節一

開始所引用的報導中提及的情形就有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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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該則報導透露出使用者的線上狀態與其真實狀態26並不全然相應，線

上狀態亦無法明示溝通意願。也就是說，在場訊息雖然讓使用者得以向他人詔告

自己是否可能進行互動，卻不保證使用者的確可以、或者「想要」溝通。使用者

對於要不要回應他人訊息，以及何時回應具有極大控制力(Nardi et al., 2000)。因

此，線上狀態事實上將「溝通主動權」交予每位使用者（曾寶璐，2004），他們

依據個人意願，選擇性地回應他人。  
 

其次，報導中另外提到，人因為不想被打擾而將狀態調整為「離開」，等到

想聊天的人出現了，再主動傳送訊息給對方。如此看來互動的「發球權」確實掌

握在選擇狀態的人的手中，但是不可否認地，這個「伎倆」使用久了，「朋友還

是都知道」；所以即便對方當時選擇的狀態表面上看來顯示他無法互動，懂得「箇

中涵義」的人仍舊會直接傳送訊息。原本觀看狀態再決定是否伺機而動的人似乎

也有主動開啟溝通的權利，而並非總得等著對方宣判是不是可以互動。 
 

影響 MSN 使用者判讀在場訊息真正意涵的因素似乎不是字面究竟寫了什

麼，反而隱約當中這則訊息具備了「各自表述」的意味。本研究首先欲了解的是，

根據使用者自己的使用經驗，在文字互動的 MSN 情境裡，在場訊息除了昭告個

人溝通可得性之外，這項功能有沒有可能對某些使用者來說早已跳脫字面意義、

透露比字面更多的資訊？所以，即便看起來字面意義相同的在場訊息，對不同人

來說確有可能標誌著截然不同的意義，形成符號的符號具與符號義之間的錯置。

筆者認為，對於這項功能所產生的意義解讀，並非來自個人，反而應該是一個雙

向互動、彼此定義而形成的共識與默契。Trenholm 與 Jensen(2000)表示，傳播是

人們反覆定義並賦予身邊環境與他人意義的過程，在電腦中介的互動環境裡，人

與人之間還是持續地進行「意義協商」的行為(negotiate meanings；Riva, 2002)。
基於這個道理，本研究另外想知道的是，MSN 使用者如何解讀他人的在場訊息？

他們為甚麼產生這樣的解讀方式？也就是說，解讀過程可能有哪些潛在因素參雜

其中？ 
 

延續上段提出的問題，假如在場訊息的表面意義與實質內涵的關係不在是對

應的，而是意義受到其他因素滲入而遭到置換，當使用者面臨這樣的錯置情況

時，他們如何適應？本研究目前預設的適應策略，指的是使用者用來補足在場訊

息不足以直接判斷他人溝通可得性時而採取的應變措施。亦即，使用者面對狀態

這則訊息的實際意義不盡然完全符合字面意義時，他們會如何因應這個環境以順

利判斷對方能否溝通，以期互動仍可以順利展開？ 
 
筆者所以提出有關使用者「適應策略」的議題，最直接的因素在於，當理想

                                                 
26 本文所謂的真實狀態，指的是假如 A 將 MSN 狀態設定為「電話中」，那麼他就應該真的正在

講電話。因此，選擇「離開」則 A 應該不在電腦前，或者不專注於 MSN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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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個機制具備昭告使用者他們想要互動的對象能否溝通的功能時，對話能不

能開啟似乎不應該成難題；然而，這項機制的設計卻提供了功能意義「斷裂」

(rupture)的可能性。本研究所指的「斷裂」指的就是在場訊息內外意義的落差。

筆者認為，這個落差所以能夠成立，是因為科技本身應諾了使用者探索的可能，

以致於其他因素滲入了原本看似再單純不過的語文訊息（狀態）當中，從而複雜

化了使用者的解讀。於是，本來使用者應該可以直接透過字面判斷別人溝通可得

性，此時卻必須曲折蜿蜒，倚賴其他解讀的判準。 
 

本研究稍早提到在場訊息的「可能性」，建立在這個功能的意義錯置之上。

筆者認為，使用者意識到這個現象之後，必須思考因應措施，以彌補科技的「缺

陷」。為什麼這個議題值得探討？筆者發現，過去有不少研究皆主張人適應科技

特性因而發展相關互動策略，27例如： 
 
研究者 研究發現 

Newlands, Anderson, & 

Mullin(2003) 

 

‧ 本研究的核心議題為：當人們使用科技時必須適應科技造

成的限制，進而影響了科技使用者後續互動。 

‧ 本研究研究職場內人們如何適應文字為主的 CMC 情境，

改變其溝通策略(communicative strategies)以達到有效的溝

通。研究者整理過去的研究指出，CMC 使用者隨著時間

「適應 CMC 給予的限制」(p. 326)，因此或許剛開始 CMC

的互動不如 FtF，然而人們隨著時間與經驗的積累，漸漸

適應了這個新的溝通情境(communicative context)，因而發

展並維持社會關係。然而，過去研究普遍的盲點，是未能

指出「人們如何適應新的環境？」也就是說，「溝通應該

要有什麼樣的改變以在有限的情境下，如 CMC，還能有

效溝通？」(p. 326)。 

‧ 本研究欲強調的是，在論述新傳播科技如何改變人們的互

動形式時，必須將科技加諸於(impose)人們的特性納入考

慮。他們指出，CMC 加諸於使用者的限制(restrictions)舉

凡文字導向的溝通以及非語言溝通管道不足等。針對這些

限制或特質，Newlands 等人提出其研究的核心議題：「使

用者如何適應這些特質以在文字為主的前提下增加其傳

播有效性」(p.?)。研究結果顯示，CMC 確實改變人們的互

動方式。使用者為了適應有限的溝通情境（文字導向），

在傳送訊息之前會針對訊息進行檢視並且編輯，形成較為

                                                 
27 Walther(2004)指出，過去有關互動形式(interactional patterns)的研究基本上皆建立在 FtF 的脈

絡。然而，隨著新科技擴大人們的傳播環境，他認為研究範圍必須擴張至「科技中介的情境」。

除了檢視科技中介的互動的形貌，更重要的應該是去觀察科技「如何巧妙地影響了互動期望與實

踐」(Walther, 2004,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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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卻精確的內容。此外，他們亦會調整溝通策略而發展

出較直接或命令式(imperative)的互動行為。 

McQuillen(2003) ‧ 本研究核心議題：「現代科技如何影響人際關係？」。 

‧ 研究者的觀點延續早期研究 CMC 的 J. B. Walther28的看

法，認為人們面對介面提供有限的非語言線索，在無法輕

易改變訊息關係層次的前提下，發展出互動雙方理想化彼

此形象的「超人際溝通」(hypersonal communication)。使

用者因應科技帶來的限制（如：有限情境線索），因此需

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建立關係。 

Riva(2002) ‧ CMC 缺乏「讓對話者辨識他們所處的人際情境的社會線

索」(p.581)，這種由媒體本身加諸於人的條件，影響電腦

中介的互動規則(regulation)與互動過程(process)。相較於

FtF 涉及複雜的對話接續(turn-taking)，但是在 CMC 的情

形裡卻受限於本身特徵而產生不同形貌的互動，例如某些

服務（如：IM 或 IRC）的同步性特質促成較為簡短的對話

內容，也比較不易產生如 FtF 溝通搶話或話語重疊的情

形；也就是說，使用者可能同時輸入訊息，但是必須在按

下「傳送」鍵之後對方才會看到訊息的內容。 

 表二：介面特性與人際溝通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上表當中所列舉的幾項研究皆透露出以下訊息：電腦中介溝通所營造的環境逼使

使用者施展因應策略，進而形塑了特殊的人際互動形式。也就是說，不同的科技

自然召喚出不同的互動形式。筆者認為，這些研究雖然支持了本研究欲設 MSN
使用者的適應潛力，然而上述研究提到的科技特性，畢竟與在場訊息的「與使用

者預期斷裂」的特性有所差異；亦即，上述研究並未觸及當使用者面臨科技不符

合預期時，他們進而產出的因應策略。 
 

上段提到的「與使用者預期斷裂」的特性根植在 MSN 在場訊息似乎提供了

使用者「操弄個人狀態」的可能。何以本研究要突顯在場訊息營造的「錯置現象」？

Hutchby(2001a)曾針對「科技特性」與「人際互動」的關係提出他的看法。他的

概念核心是，每項科技物都具備某些特性，這些特性在提供使用者進用的同時，

也限制了人可以怎麼運用科技。因此，科技的「可能性」(enablement)與「限制

力」(constraint)是並存著的。人在科技「限制」的範圍之內探索科技的「可能」，

就像是 MSN 在場訊息提供使用者「操弄個人狀態」的可能，卻因此造成在場訊

息上的意義多義，而需要發展比較複雜的(sophisticated)的解讀策略。除了探討使

用者的解讀策略，本研究也想知道解讀之後，當使用者決定與某個對象進行溝通

                                                 
28 相關研究如 Walther(1992)、Walther & Burgoon(199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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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當他意識到對方的狀態是經過操弄之後，他會怎麼樣讓互動開啟？ 
 
Hutchby(2003)認為，人們在面對科技特性的時候會產生一個適應的過程，

也就是科技與人的磨合；當人們適應的同時，互動形式(pattern)於是改變。然而

更重要的是，應該去觀察「在溝通科技影響下是否有特殊的新互動形式(form)產
生」(p.585)。他所關注的事實上並非科技本身，而是人們如何回應科技，因此產

生「行動」(action)。筆者因此好奇，在場訊息作為判斷他人互動可得性的依據，

讓人們在傳送訊息之前就可先行判斷互動可否開啟(Nardi et al., 2000)，但是卻無

法保證訊息意義內外一致時，這項功能是否可能因此衍生新的互動形式，以修補

難以從字面掌握的溝通可得性？ 
 
在電腦中介的 MSN 溝通情境中，使用者彼此透過這項工具作為線下關係延

續的平台。人在這個環境當中為了展開互動，有一個看似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機制

（在場訊息）作為判斷標準。然而，這項功能卻因為科技本身提供了使用者相當

程度的「操弄自由」，可能動搖了原本字面表徵的意涵，造成象徵個人溝通可得

性的符號內外意義的斷裂，人或許無法直接從符號本身決定溝通能否成形。於

是，當字面功能式微，使用者還能透過什麼策略判斷他人溝通可得性？左右判斷

的基準是什麼？這類判斷策略是否造就了因應在場訊息錯置而生的特殊互動形

式，儼然成為 MSN 平台上特有的溝通樣貌？最後，MSN 作為一種中介的

(mediated)互動工具，在這個平台上發展出的「密碼式溝通行為」，在人際溝通的

理論光譜上，具有什麼意義？本研究想探討的是，當人與人的溝通平台改變時，

有沒有可能建構對於人際關係的新視野？ 
 


